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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学理论体系是女性学的重要知识内核和学科支撑。系统梳理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对

推动女性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2006 年以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是: 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

“理论预设”的痕迹过于突出; 实证支撑不断丰富，但存在将社会性别分析夸大化的倾向; 多元综合趋势明显，但没

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糅合的弊端。为了加快女性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使中国女性学学科的真正成熟，应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促进学术队伍和研究对象的性别多元化; 在中国女性学学者中倡导学派意识; 强化理论研究的合作

精神和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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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Women’s Studies
CHEN Ting-ting1，YE Wen-zhen2

( 1．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Fujian Jiangxia College，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important knowledge core and academic support of women’s studies，and the
systematic surve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women’s studie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
ment of women’s studies． Since 2006，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women＇s studies is that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lly increased，but the“default theory”traces too prominently; empirical support is en-
riched，bu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exaggerate social gender analysis; multiple integrated tendency is evident，but it
does not overcome the drawbacks of a simple blen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to promote
true maturity of women’s studies，the fol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done: promoting gender diversity of academic
team and research objects; advocating school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ve spirit
and global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studies．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uture development

女性学理论体系是女性学的重要知识内核和学

科支撑。要推动女性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系统梳

理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显然是十分必要

的。本文首先介绍 2006 年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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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收获，然后在评价近 5

年来女性学理论建设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女性学

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近 5 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收获

女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学术界普遍公认

的三大主要基础理论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下面我们将分流派概

述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研究近 5 年来的主要学术产

出。
( 一)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

妇女问题上的运用，该理论较为强调经济因素和阶

级因素的作用，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

因，只有参加社会公共生产劳动、消灭私有制，妇女

才能得以解放。在社会主义中国，以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妇女理论依然是近

年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重心。5 年来，国内有关马

克思妇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与历史

经验。对此，部分学者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给予了学术关注，比如单孝虹通

过剖析毛泽东关于妇女运动的一些思想和论述，指

出毛泽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做出的巨大

历史贡献［1］。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学者通过考察

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解读了党的妇女运动方

针和历史贡献。女性学教授韩贺南着重研读了中共

首部妇女运动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关于妇女解放与阶

级解放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支撑这一观点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最后为我们勾画出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

这一基本命题的理论体系［2］。2011 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90 周年，为了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

导下，党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和积极作

用，《中国妇运》期刊还特别开辟了《党的妇女工作

90 年》专栏，其中学者于念在《从四个决议案看党成

立初期妇女运动方针的基本思想》一文中，除了关

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还对三大、四大和

六大先后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中的精神做了精辟的

阐述［3］。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近年

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研究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产出了大量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学术论著［4］［5］［6］［7］，提出应吸纳社会性别

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众多实现马克思妇

女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8］。另一方面，充实和完

善较具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性别和谐理论的

内涵也依然是部分研究者学术努力的重要方向。性

别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要求的见

解，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9］［10］。关于性别和谐

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方面，叶文振认为性别和谐是一

种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

关系，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

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我国的性别和谐程度主要取

决于政府的性别意识、妇联的组织作为、性别文化与

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

因素的共同作用［11］。学者们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性

别和谐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大多认为应通过国

家政府、各级妇联、社会舆论、两性人口等多方联动

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性别关系［11］［12］［13］［14］。

在国外，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

现代主义视野对传统马克思妇女理论的规范性形态

进行破译和创新仍然是西方学者的学术工作重点，

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妇女公共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为

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应对现实生活中

不断出现的一些新的妇女问题，西方学界不断地借

鉴、批判及自我批判。在妇女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

上，有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异议，不

赞成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

度的确立而终止的观点［15］。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者争论后达成的共识，例如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受

压迫的根源之一、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

物质基础、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观点，部分

研究者声称，这场争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做家务，而不是男性或一些其他

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

者［16］，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

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对于妇女的状况和家庭

领域有必要做更仔细的分析［17］。另外，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忽视了受资本家霸权

支配的无产阶级中也有性别区分［18］，没有注意到在

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妇女走出家庭后，在工厂中也得

不到平等对待的事实［19］。

第二，阶级分析和去阶级化的女性观争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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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妇

女研究中表现出的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采用了

空洞与格式化的语言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两种

理论倾向，反对单纯从经济决定因素和阶级分析出

发阐述妇女问题，认为应诉诸于如意识形态、价值取

向、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微观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妇

女压迫主题［20］。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们强调一种反

阶级论的女性观，力图摆脱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纯

经济分析，并试图把性别问题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

来，放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生活

领域中进行考察。持另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

这种去阶级化的微观分析回避了资本主义女性压迫

的阶级实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宏观

经济分析的阶级分析，因此有可能导致一种否认集

体主义行动和瓦解政治斗志的相对论和个性化的简

化论［21］，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微观文化抗争

只有融入具有阶级力量和结构地位的当代工人阶级

的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

性力量［22］［23］。
( 二) 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流派是理论分支最多的一个基础

理论流派，各分支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上观点各异，

有的注重生理因素，有的注重心理因素，有的注重经

济因素，有的注重文化因素等，但是，它们都以女性

经验为研究来源，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

政治目标。近 5 年来的国内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成

果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编译和提炼西方女性主义原著和思想。

在经典原著部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1550 ～
1720 年》［24］、波伏娃的《第二性》［25］等西方女性主

义的学术典范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此外，一些学

者则致力于译介较为新近的西方论著，如中央编译

局江洋编译了英国吉莲·豪伊著述的《后现代主义

之后: 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介绍

了在最近的女权主义教规化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

包含 进 来，有 哪 些 内 容 被 删 节，有 哪 些 内 容 被 抹

掉［26］; 宋素凤评介了佩吉·麦克拉肯主编的《女权

主义理论读本》［27］，此读本收录了诸多女性主义文

本范例，涵盖了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所跨领域包括

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法律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研

究、电影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与政治学。在阅读了

大量女性主义西文文献后，部分学人还梳理和介绍

了如“赛博( cyber) 女性主义”［28］、“全球女权主义”

和“跨国女性主义”［29］等西方较为新兴的女权主义

流派的主要理论思想。

第二，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思考。

为回应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跨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

繁荣。在伦理教育方面，高德胜从女性主义伦理学

的视野入手，呼吁重建道德教育大厦，使道德教育的

核心概念包容女性气质［30］。敬少丽进一步审视和

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科与专业分类中的性别

倾向和价值分层问题［31］。在政治哲学领域，付翠莲

则就女权主义对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正义理论的批

判这一话题展开探讨，认为女权主义通过挑战罗尔

斯的正义理论，揭示其正义论忽视女性的内涵，从而

表达了女权主义的正义诉求［32］。在文学艺术界中，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热闹

景象，一些文艺学的硕博士生也将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作为毕业学位论文进行研究［33］［34］。反观以往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林树明撰文对当前中国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

分重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信息大量重复、批评的

“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等缺陷［35］。

相对比来看，国外女权主义流派这几年的进展

更快，并大致呈现出两条发展主线:

第一，种族和性向等差异问题。西方社会越来

越意识到像从前那样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讨论妇女问

题已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

呈现出主题多样、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在这种局

面中，种族问题始终是近来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研

究领域之一，大量女性研究的文献与学术成果围绕

种族问题展开，大多认为种族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

并且有批评控诉女权主义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一

些女权主义领导人不是忽视黑人妇女，就是以居高

临下的姿态对待黑人［36］［37］。并且这类控诉并非一

般的感性话语，大多都建立在实证材料或数据的基

础上。在这一领域，学者们通过实证调查资料的收

集，分析了女性在婚姻、教育等诸多方面权利的种族

差异［38］［39］。其次，随着西方同性恋( homosexual) 人

数的逐渐增加，女性同性恋( lesbian) 问题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关于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的身心情况的

比较研究结果指出，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和心理健

康状况上都比异性恋者有更大的风险，企图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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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多［40］［41］［42］。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深入

对西方国家女性同性恋家庭的生育要求以及女性同

性恋家庭中的孩子成长等方面的研究［43］。

第二，全球化、跨国主义中的性别议题。近年

来，超越国家边界的妇女问题迅速攀升，区域、跨国

及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性别理论和现实问题已然成为

国际妇女研究关注的主要前沿议题之一。全球女性

主义的成果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进行。首先，是诸如

贫困、生育、性等一些全球姐妹面对的共同问题，女

权主义者们倡导应强调全球妇女政治经济权利的整

体发展，并兼顾全球妇女在家庭、工作、民族等方面

的多重公民身份［44］。其次，有人坚称，在第三世界

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比皆是，

性别压迫与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压迫是密不可分的，

全球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劳工制度及跨国资本对发展

中国家劳动妇女的剥削就是一例［45］［46］。在女性主

义从地方逐渐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知识

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有学者断言，未来就是一个

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女性主义研究的时代，妇女研究

者们特别是妇女自身应站在全球发展的新高度上，

来开拓全球女性主义的新视野［47］。
( 三) 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

异，强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

行为的建构作用。近些年，社会性别研究引起了学

术界的广泛重视，性别分析大有成为女性研究主流

的趋势。国内 2006 年以来的社会性别理论相关研

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纯理论上的探讨。

李叔君等从“秩序”问题入手，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

逻辑辨析，力争从凸显出来的问题中找到有价值的

研究空间［48］。同年，李叔君基于现代性与社会性别

理论相融合的路径，从政治权力、财富以及文化三条

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

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49］。还有一些研究者

则以“社会性别”概念为线索，对国内国际社会性别

理论的发展和嬗变进行了大致的勾勒［50］［51］。国内

学界在对社会性别的理论评价方面褒贬不一，但大

多数都还是对社会性别理论持积极态度，认为社会

性别理论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

根本改善［52］，以性别研究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和解

构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是妇女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

标志。当然，社会性别理论并非完美无缺，李晓光博

士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一书中也提

到了它的局限性: 社会性别理论试着建构一个具有

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话语理论，一不小心可能会陷入

一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潭; 而且社会性

别理论如果过分执著于性别的视角，会不可避免地

导致视野的狭小与盲区的出现［53］。

第二，积极引进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研究现实

社会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者

不仅致力于理论的探究，也积极把社会性别理论运

用于各种现实社会现象和社会政策的分析中。以社

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学者们关注并深刻分析了诸如

农村女性家庭地位［54］、“剩女”现象［55］等社会热点

问题。现象分析之外，女性学者们还力图对公共政

策法规提出完善建议。鲍静总结了在公共管理中引

入社会性别理论的必要性，并探讨了将社会性别理

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本土化和主流化问

题［56］。李红则在分析了现存社会政策中的性别不

平等特点后，具体探究了制定丈夫休产假的法律条

文、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等把社会性别平等理论镶嵌

在社会政策之中的有效策略［57］。针对特殊全体“女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就业状况，专家们也纷纷提

出如对 领 导 干 部 尤 其 是 男 干 部 进 行 性 别 意 识 培

训［58］、在农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及特色经济促进农

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就地顺利转移［59］等各种带有

社会性别理论内涵的政策建议。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年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关男性气概的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妇

女生活与经验得到了相对详尽的研究，所以西方学

术界对发展男性气质等男性研究的兴趣开始日益浓

厚。康奈尔( Raewyn Connell) 作为当今世界在此领

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研究集中体现了男性气概方

面的最新成果。康奈尔在其代表作《性别与权力》

一书中就指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都是在社会性别

秩序下的包括生产、权力和情感的三重关系下建构

起来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是相互影响而存在的，

社会性别研究不能忽视男性气概，因为针对男性气

概的研 究 有 助 于 促 进 妇 女 研 究 及 女 性 地 位 的 改

善［60］。在最近的研究中，康奈尔继续在全球框架内

考察了殖民贸易、全球市场等经济重建进程是怎样

间接影响和塑造了当代西方男性气概的，而这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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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影响了女性特质的建构，他认为社会的、性别

外部的原因均会引起性别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单

是男性气概被重构，女子气质也被重构［61］。在相对

微观的领域里，康奈尔还对体育教育和男孩阳刚气

概建设［62］、变性人的人生［63］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

思考。

第二，关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随着西

方学者了解中国渠道的迅速扩大以及外籍华裔学者

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西方社会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

主题转向中国多样社会性别的构成过程、妇女与国

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64］。与早期对中国的研究

所不同的是，国外中国女性研究的主题更加广泛，基

于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有所增加，政治立场相对客观。

近 5 年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妇女研究还涉及身在国

外的华人女性，例如对新时期的女华裔留学生的关

注就是一个例子，研究者通过对 20 名华人女大学生

的深度访谈来研究她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调适情

况［65］，以期加深教育者对这些女生的了解，从而对

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出贡献。西方学者在中国妇女问

题方面的另一个学术关注焦点就是对中国流动妇

女、工厂女工等弱势妇女群体进行研究［66］，并且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批判发展到

“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 分析阶段，即在分析性

别问题的同时要与对象的如阶级、种族、地域等多重

社会身份结合起来分析［67］。

二、近 5 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

追寻 5 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脉络，不难

发现，女性学理论研究在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

的特点:

第一，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理论预设”的痕

迹过于突出。5 年来，女性学研究的各学科分支不

断深入拓展，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而且

是多元的理论内涵。这些女性学学者的专业背景是

多样化的，她们来自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哲
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多

个学科领域，她们以女性学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补

充、纠正、甚至颠覆既有学问并将各自专业的最新理

论信息带入女性学的研究。此外，女性学学科建设

对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渴求与吸纳，也使得所有

能为女性学研究所用的资源集中起来，进一步促成

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现象。但这期间，很多

女性学者急于从新的角度、依据女性学理论和视角

对原有学科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得出与此前不同

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因而很多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一

种高度相同的倾向: 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

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断章

取义，挑出文本中有利的片面例子，然后使之成为了

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这样长此以往，

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理论研究的僵化。

第二，实证支撑不断丰富，但存在将社会性别分

析夸大化的倾向。多年来，我们在作为基础理论源

泉的社会实证层面上的研究硕果累累，对于许多具

体的妇女问题探讨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许多以前被

遗忘或者容易忽视的问题也都被纳入到了女性学理

论的考察范围，从语言、同性恋到文化、全球社会，几

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女性学研究无所不在的

目光。但若将这些成果分类，不难发现，在理论的实

证支撑方面，很多成果都采用了女性学理论中颇有

影响力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可以说，社会性别结构

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立足于学术之林的重要砝码之

一，它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为学

科之间的交流建构起一个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支撑的

平台。但是，应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现行的研究有

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

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妇女关系都是性别视

角缺失造成的，然而又不能给予很恰切的论证，从长

远发展来看，这种倾向并不利于女性学理论的继续

前行。

第三，多元综合趋势明显，但没能从根本上克服

简单糅合的弊端。在各国妇女理论研究的不断交流

和有机融会中，女性学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形成彼

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流派与流派之间的边界也

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以上三种女性学理论的基础

理论范式在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

当前的实际研究中却没有那么径渭分明的界限，并

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与此同时，

很多学术产出渗透了多学派的理论观点和视角，很

难说它们单纯地属于哪个理论派系的研究成果，只

是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

研究者们各取所需，对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侧重而

已。但该多元理论综合仍然以西方社会为中心，仍

然停留在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

糅合在一起的阶段，而没有在对不同流派观点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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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理解与概念创新之上努力实现研究范式层面的系

统整合，缺乏理论深度和应有的超越与创新，这在相

当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重复和老套。

三、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5 年来，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

阔，理论意识和学术取向在相当程度上都有所更新，

产生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著述。但从世界范围内看，

不可否认，中国的女性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

上依然略显逊色与滞后。为了加快女性学理论建设

的发展，促使中国女性学学科的真正成熟，在审视和

对比西方女性学理论近年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我们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促进学术队伍和研究对象的性别多元化。

在目前国内女性学理论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不争

的基本事实: 女性学者占主导地位，男性研究人员少

而又少。性别因素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

者对问题的看法，但这种出自不同性别主体的感受

对认识和理解女性的内涵，增进不同性别之间的相

互沟通，创造良好的女性学理论发展环境和氛围，是

必要而有益的。因为男性学者对问题的研究从表面

上看是与女性相对的男性视角，但他们所遭遇的问

题与女性研究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目前把

女性学研究视为女性专利的现象，会在无形中缩小

和削弱学术队伍和研究力量。为此，需要呼吁更多

的男性研究者对女性学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给予关

注和参与。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影响女性特质建构

的男性气概，在这一领域，国外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

进展，但反观当今中国，关于男性气质的学术研究至

今仍比较匮乏。在今后的女性学理论研究中，男女

双方均要坚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即使难免有一些性

别偏见掺杂其间，也可以寻求在广泛的相互对话与

真诚交流中加以磨合，达成超越性别视角的共识。

第二，在中国女性学学者中倡导学派意识。毋

庸置疑，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在新的时代环境和

学术条件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中国女性学研

究在五花八门的西方女性理论学说的挑战面前，缺

乏应有的回应能力与整合消化能力，大多都是对西

方女性学理论零碎的、去脉络化的跟随和引用，或者

反之高呼以本土化代替西方化的教条主义批判，缺

乏提炼、概括到理论高度的能力。尽管学术界经过

多年的探索，提出了性别和谐理论，但是看似很有理

论市场的性别和谐理论，由于大多研究者将它作为

政治主张束之高阁，缺乏理论创新与拓展的勇气，因

此其内部分支相对单一，在国际学术推动方面收获

甚微。其实要推动中国女性学理论的深度构建，很

有必要倡导学派意识，形成各学派相互探讨与碰撞

的学术氛围，也只有这样，性别和谐理论等理论创新

才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可能。当然，理论创新

是个难点，即便是在对西方女性学理论的借鉴与学

习上，也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发掘每一种理论的前提

条件和各种限制性因素，去探索形成不同理论分支

的动力机制，再从中找寻基于本土的理论源泉来指

导社会实践，这才是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学理论本土

化的一种路径。

第三，强化理论研究的合作精神和全球视野。

西方女性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者

们的共同参与和交流合作。但上述的回顾显示，在

我国，女性学学者们合作的作品相对少见，但独立一

方、单枪匹马的学术努力却到处可见。其实，相对比

来看，团队意识、合作意愿更能促使大家彼此互动、

优势互补、协调前进，是女性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

的。所以要发挥女性学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引

导作用，选择那些能牵动全局发展的基本理论课题，

以课题组织队伍，广泛开展国内学者甚至是中外学

者间的合作研究，围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集体

攻关，不断推进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是全球性

的问题，再也难以在民族国家、地方社区的层次上进

行封闭式的研究，无论是否接受全球化及其衍生结

果，女性学家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全球化的因素。

我国女性学理论研究者不应该将学术视野还继续局

限在国内和若干年前的西方研究，更要积极主动地

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及时地跟踪、吸收、反思

全球的女性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而也可以从自己的

经验和立场出发，用自己具有开放视角的研究成果，

在全球女性学学科构建与理论发展中发出我们的声

音和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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